
前面
1. 專利開叉肩帶
2. We Made Me™ 品牌商標
3. 中線口袋
4. 揹左肩時為上緣護墊 
5. 揹左肩時護墊 

認識妳的 舒服五式親密揹巾 
Soohu S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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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 後面

後面
6. 快拆大插扣
7. 安全帶及安全帶小插扣 (位於大插扣下面)
8. 揹巾調整帶
9. 揹巾布料本體

揹巾基本操作 (適合所有揹法)

1. 我們開始準備使用揹巾吧！讓揹巾及拉帶平整後，先把小插扣 (安全帶) 扣上，再將大
插扣扣上。提醒，扣上時要確認你聽到喀擦一聲！

2. 假設你會把揹巾穿在左肩上，那麼用左手拿起肩墊，並用右手將右邊的調整帶往下多
拉約5cm，讓上緣護條比下緣護條稍微緊些。完成後將揹巾穿過你的右手臂及頭部，並將
揹巾的肩墊放在你的左肩上，We Made Me 品牌商標應該位於鎖骨下面一點，肩墊應該
位於肩膀中間 (不要壓在脖子上避免不適)。

3. 將右手虎口打開 90°，將大拇指扣著揹巾尾端並確認是否碰觸到腰際 (骨頭上面一些)，
這是適合你的尺寸。

如果尺寸不符合，則調鬆或拉緊，(調整時不需要取下插扣)。

五式揹法

(直立揹法)

(安全搖籃
揹法)

(腰側揹法)

(面外揹法)

(哺乳揹法)

1 32 安全搖籃揹法 0–6 個月 | 3.6–7.8kg 

小虎搖籃式適合新生兒使用，直到寶寶太大或太高 (通常約至 6 
個月)；這個揹法就像是用媽媽的手臂自然地環抱著寶寶一樣，讓
媽媽能騰出一隻手，同時，也非常適合親餵母乳。 

第一步：放入寶寶
1–3. 如果揹巾在妳的左肩上，以拍嗝姿勢將寶寶輕放在妳的右肩上。右手穩固的扶著寶寶，以
左手由揹巾下方穿過並握住寶寶的雙腿。

4.  確保左手抓穩雙腿後不要放開 (媽媽上半身可以稍微後傾，讓寶寶趴著更安穩) ，以右手將揹
巾上緣拉到寶寶脖子的位置。展開的布料將支撐寶寶。

5–8. 現在用左手將寶寶的腿，在揹巾裡面，慢慢的滑過妳的身體，放下至右邊腰際上，同時，
讓寶寶上半身向另一邊傾斜，寶寶的臉應該會位於妳的左胸口上。以妳能夠親到寶寶的頭、且
看得到他的臉為目標，讓寶寶聽著妳的心跳入眠。上緣的護墊應該位於寶寶的脖子後面 (耳朵
下)，並確保寶寶的頭沒有全部藏在揹巾裡面。

9. 請記住，寶寶的雙腳應該要比頭還低，而他的屁股或背部應該要坐臥在揹巾布料的中心，與
揹巾背面的口袋中線對齊 (比同齡寶寶還小體型、偏低體重或早產的寶寶，揹巾必需調短到腰際
上方一些，且必須坐臥在布料中線之上)。切勿將下緣布料拉到妳與寶寶之間。

第二步：調整  
10–13. 將口袋與上緣間的皺摺布料向上拉平，當作寶寶頭部的支撐及遮蔽，確保上緣墊維持在
脖子後面。檢查並確保寶寶口鼻沒有被任何物品或布料遮蔽，且他的下巴與胸部之間應保有兩
個手指的距離。

14.  完成後若覺得不夠緊，可以用一隻手托起寶寶的重量，另一隻手到身後拉下調整帶調緊。

15. 如果你打算長時間揹寶寶或是當寶寶較重時，建議將肩墊拉開置中在肩頭上。這個聰明的設
計能讓重量平均分配在妳的肩膀上，減輕壓力。

第三步：取下  
16. 要取下揹巾時，媽媽的右手必須隨時扶著寶寶，並用左手將揹巾向前拉一些，足夠讓左手能
觸及插扣。

17–20.  用左手將大插扣先鬆開，再將下面的安全帶插扣鬆開。

搖籃親餵

使用 Soohu Sling™ 舒服揹巾親餵相當容易、快速且便利。找一個你舒適的地方，站著或坐著都
可以。妳或許需要將揹巾稍微調鬆一點。

1. 當寶寶在搖籃揹法時，只要把肩墊往肩膀移下到上手臂，並將寶寶的頭部與乳房平行就可以
了。

2. 如果需要更多遮蔽，妳可以把上緣向上拉。

每個人親餵的技巧都不同，多試試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親餵方式。請注意頻繁的檢查寶寶，尤其
是較小及年幼的寶寶，並確保寶寶有足夠的新鮮空氣及呼吸道順暢以及避免多餘的布料蓋住寶
寶的臉。

第一步：放入寶寶
1. 如果揹巾在妳的左肩上，以拍嗝姿勢將寶寶輕放在妳的右肩上。右手穩固的扶著寶
寶，以左手由揹巾下方穿過並握住寶寶的雙腿。

2. 確保左手抓穩雙腿後不要放開 (媽媽上半身可以稍微後傾，讓寶寶趴著更安穩) ，以右
手將揹巾上緣拉到寶寶脖子的位置。展開的布料將支撐寶寶。

3–5. 現在用左手將寶寶的腿，在揹巾裡面，慢慢的滑過妳的身體左側，放下至揹巾中，
同時，用右手扶著寶寶的頭部放下來。寶寶的雙腿可依長度留在揹巾裡面或伸出來。上
緣的護墊應該位於寶寶的脖子後面 (耳朵下)，可將皺摺布料向上拉平，當作寶寶頭部的支
撐及遮蔽並確保寶寶的頭沒有全部藏在揹巾裡面。寶寶現在應該是橫躺在吊床形狀的揹
巾內 (雙腳還是低於頭部)，頭部靠近妳的右邊胸部。

第二步：調整  
6. 這個揹法應該就像是用媽媽的手臂自然地環抱著寶寶一樣，如果妳覺得不舒適，請調
整寶寶的位置直到妳們都能接受。大一點的寶寶就能把雙腿移出來。

檢查並確保寶寶口鼻沒有被任何物品或布料遮蔽，並且他的下巴與胸部之間應保有兩個
手指的距離。

7. 當寶寶較重時，建議將肩墊拉開置中在肩頭上。這個聰明的設計能讓重量平均分配在
妳的肩膀上，減輕壓力。

第三步：親餵哺乳 
8. 當寶寶在哺乳揹法時 (在左肩時)，以右手扶著寶寶，讓寶寶頭部的位置靠近妳右邊的
乳房。絕對避免讓多餘的布料蓋著寶寶的臉。

9. 如果需要更多遮蔽，妳可以把上緣向上拉。

每個人親餵的技巧都不同，多試試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親餵方式。請注意頻繁的檢查寶
寶，尤其是較小及年幼的寶寶，並確保寶寶有足夠的新鮮空氣及呼吸道順暢以及避免多
餘的布料蓋住寶寶的臉。

第四步：取下 
10. 要取下揹巾時，媽媽的右手必須隨時扶著寶寶，並用左手將揹巾向前拉一些，足夠讓
左手能觸及插扣。

11–12. 用左手將大插扣先鬆開，再將下面的安全帶插扣鬆開。恭喜你，妳現在可以讓妳
還在熟睡的寶寶在最少被打擾的情況下卸下揹巾並且讓寶寶繼續睡覺！

哺乳揹法  0–6 個月 | 3.6–7.8kg 

女郎哺乳式適合新生兒及非常小的寶寶使用，親餵哺乳時可以提供
非常好的遮蔽。找一個你舒適的地方，站著或坐著都可以。妳或許
需要將揹巾稍微調鬆一點。這個揹法也可讓寶寶小睡一會兒，但不
適合行進間長時間的揹寶寶。

你正開啟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精采冒險旅程，人生中多了一位摯愛。也

恭喜你成為了『Soohu舒服五式揹巾』的擁有者，相信我，這絕對值

得讓你感到驕傲。

『Soohu舒服五式揹巾』是兼具舒適、便利、多樣式揹法、便於調整

的革命性設計，在過去，他稱作Babasling，家喻戶曉，得獎無數。

開創性的吊床式結構，能完美支撐著新生兒脊椎，亦能符合寶寶

（0—24個月）成長階段的需要，包括哺育母乳。

做為父母真是夠忙的了！時感到沮喪，時成就感滿滿，生活並不平

靜。我們竭盡所能地將『Soohu舒服五式揹巾使用說明』以最簡易了

解、輕鬆易懂的方式呈現，希望能讓你的育兒生活更有效率、輕鬆，

以期能建構一個親密依附的家庭關係。

恭喜你成為父母
致這世界上最可敬的一群人

孩子們的爸媽！

恭喜你成為父母，

這是一個再自然不過，

卻是一生中最瘋狂的決定了吧！

這是 We Made Me 親密育兒聚落

在這，你可以找到‧遇到‧得到

一個讓您與孩子，都可以輕鬆自在的生活方式。

欲了解更多訊息，請聯繫 :

台灣總代理 : 馨力陽有限公司
電話 : (02)2511-8669
傳真 : (02)2523-8959

客服信箱 : info@in-parent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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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面外揹法  6–12 個月 | 7.8kg + 

兔兔前行式適合當寶寶有良好的頭部控制及可獨自坐著不需輔
助。這個揹法讓寶寶有機會看看前面的世界，同時感到足夠的
安全感。

第一步：放入寶寶
1. 如果揹巾在妳的左肩上，以面向外的姿勢，右手穩固的扶著寶寶，慢慢的將
寶寶靠近揹巾上緣。

2. 以左手由揹巾下方穿過並托住寶寶的雙腿。這時寶寶應該是輕輕的背對著
靠著妳的胸口，左手持續穩固的支撐著寶寶，並且用右手大拇指將揹巾上緣拉
高，同時左手將寶寶緩慢降下入揹巾 (屁股先下去)。 展開的布料將支撐寶寶。

3–5. 改以右手支撐著寶寶，並以左手大拇指找到揹巾下緣，並將下緣拉到寶寶
屁股後面，讓寶寶坐在揹巾布料中間。

第二步：調整  
6. 寶寶可以單手或雙手都放在揹巾外面，但要確保揹巾的上緣牢固的位於寶寶
的腋下。

7. 當寶寶較重時，建議將肩墊拉開置中在肩頭上。這個聰明的設計能讓重量平
均分配在妳的肩膀上，減輕壓力。

8. 寶寶正確的姿勢應該是背靠在妳的胸口、妳低頭親的到寶寶的頭，並且屁股
比腿低。面向前揹的時候，絕對避免沒有手扶著寶寶向前彎腰，至少要有一隻
手穩固的扶著寶寶。

請注意. 向前揹法建議每次不超過 20 分鐘，研究顯示，過長時間的面向外對寶
寶來說是過度的刺激。

第三步：取下

9. 要取下揹巾時，媽媽的右手必須隨時扶著寶寶，並用左手將揹巾向前拉一
些，足夠讓左手能觸及插扣。

10–12. 用左手將大插扣先鬆開，再將下面的安全帶插扣鬆開。

第一步：放入寶寶
1–2. 如果揹巾在妳的左肩上，以拍嗝姿勢將寶寶輕放在妳的右肩上。右手穩固的扶著寶寶，
以左手由揹巾下方穿過並握住寶寶的雙腿。

3–4. 確保左手抓穩雙腿後不要放開， 輕輕將寶寶緩慢降下入揹巾 (媽媽上半身可以稍微後
傾，讓寶寶趴著更安穩) ，同時以右手將揹巾 (上下緣一起) 拉起來，讓寶寶穿過揹巾。

5–8. 再以左手將揹巾下緣拉到寶寶膝蓋下。展開的布料將支撐寶寶，讓寶寶坐在揹巾布料
內，膝蓋比屁股高。

第二步：調整  
9. 小一點的寶寶要將雙手都放在揹巾裡面，並將多餘布料往上拉，妥善支撐背部。但要確保
揹巾的上緣牢固的位於寶寶的腋下。

10. 大一點的寶寶，雙手臂可以都放在揹巾外面，但要確保揹巾的上緣牢固的位於寶寶的腋
下，才足夠支撐背部。

11–12. 當大一點的寶寶較重時，建議將肩墊拉開置中在肩頭上。這個聰明的設計能讓重量平
均分配在妳的肩膀上，減輕壓力。

13. 寶寶正確的姿勢應該是妳低頭親的到寶寶的頭，寶寶的臉沒有遮蔽物，且膝蓋高於屁股，
雙腿跨在你的肚子上，揹巾布料完全支撐著他的大腿。這個姿勢確保寶寶達到最佳的人體工
學坐姿 (M 字腿)，而且他的背部、髖部及頭部都有完善的支撐及保護。

請注意頻繁的檢查寶寶，尤其是較小及年幼的寶寶，並確保寶寶有足夠的新鮮空氣及呼吸道
順暢以及避免多餘的布料蓋住寶寶的臉。

當大寶寶坐不住移動身體時，妳可以身體往後仰，雙手扶著他再站直，直到恢復坐著的姿
勢。

第三步：取下
14. 要取下揹巾時，媽媽的右手必須隨時扶著寶寶，並用左手將揹巾向前拉一些，足夠讓左
手能觸及插扣。

15–17. 用左手將大插扣先鬆開，再將下面的安全帶插扣鬆開。

直立揹法 6–24 個月 | 7.8–15.9kg + 

無尾熊擁抱式適合當寶寶有良好的頭部控制且可獨自坐著不需
輔助。這個肚子貼肚子的姿勢對活動力開始變強的 6 個月寶寶
來說，是非常理想的。

腰側揹法 6–24 個月 | 7.8–15.9kg + 

馬兒側揹式適合當寶寶有良好的頭部控制且可獨自坐著不需輔助。
這個兩人幾乎並列的迷人姿勢，像是騎馬的姿勢，讓親子雙方能夠
跟一起探索這個世界。

第一步：放入寶寶
1–2. 如果揹巾在妳的左肩上，以拍嗝姿勢將寶寶輕放在妳的右肩上。右手穩固的扶著寶
寶，以左手由揹巾下方穿過並握住寶寶的雙腿。

3–5. 確保左手抓穩雙腿後不要放開， 輕輕將寶寶緩慢降下入揹巾 (媽媽上半身可以稍微後
傾，讓寶寶趴著更安穩) ，同時以右手將揹巾 (上下緣一起) 拉起來，讓寶寶穿過揹巾。

6–9. 改以右手支撐著寶寶，並以左手將下緣拉到寶寶膝蓋下，讓寶寶坐在揹巾布料內，並
雙腿跨坐在妳的側面右臀上，膝蓋比屁股高。

另一個方式  大寶寶入揹巾

a. 針對較大的寶寶或幼兒，妳也可以採高跪姿，讓寶寶跨坐在妳的右腿上，面對著妳 (儘
量讓他靠近妳的身體)。

b. 以左手扶著寶寶，同時以右手將揹巾 (上下緣一起) 拉過寶寶的頭部到寶寶的背後。

c–g. 改以右手支撐著寶寶，並將左手移至寶寶屁股下，並將下緣拉到寶寶膝蓋下，讓寶寶
坐在揹巾布料內，右手將布料拉高，支撐寶寶的背部。讓寶寶雙腿跨坐在妳的側面右側腰
上，膝蓋比屁股高。

第二步：調整  
10. 針對較小或熟睡的寶寶，可以把上緣拉到脖子後面 (手臂在揹巾裡面)，上緣處附近皺
摺的多餘布料往上拉，提供寶寶頭部支撐。

11. 針對大寶寶，可以將揹巾的上緣拉到寶寶的腋下，手臂可以放在外面。

12. 當大一點的寶寶較重時，建議將肩墊拉開置中在肩頭上。這個聰明的設計能讓重量平
均分配在妳的肩膀上，減輕壓力。

寶寶正確的姿勢應該是妳低頭親的到寶寶的頭，寶寶的臉沒有遮蔽物，且膝蓋高於屁股，
雙腿跨在你的腰際兩側上，揹巾布料完全支撐著他的大腿。這個姿勢確保寶寶達到最佳的
人體工學坐姿 (M 字腿)，而且他的背部、髖部及頭部都有完善的支撐及保護。

請注意頻繁的檢查寶寶，尤其是較小及年幼的寶寶，並確保寶寶有足夠的新鮮空氣及呼吸
道順暢以及避免多餘的布料蓋住寶寶的臉。

當大寶寶坐不住移動身體時，妳可以身體往後仰，雙手扶著他再站直，直到恢復坐著的
姿勢。

第三步：取下
13. 要取下揹巾時，媽媽的右手必須隨時扶著寶寶，並用左手將揹巾向前拉一些，足夠讓
左手能觸及插扣。

14–17. 用左手將大插扣先鬆開，再將下面的安全帶插扣鬆開。

另一個方式  取下大寶寶

h. 媽媽採高跪姿，讓寶寶坐在你的右腿上，以左手扶著寶寶，並用右手將揹巾整個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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